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玉）

“我以前没技术，每月打工收入1000多

元，今年通过参加区里组织的免费高级电

焊技能培训并考取了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现打工收入每月5000元以上，最高每月

收入8000元。”1月16日，家住三门峡市

湖滨区会兴镇马坡村的贫困户马院峡高

兴地说。像马院峡这样通过免费技能培

训致富的贫困户在湖滨区有很多。

“我们在认真落实相关扶贫政策的同

时，结合湖滨区的区域优势，把转移就业

作为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支撑，全力以赴

确保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湖滨区委

书记亢哲楠说。今年以来，湖滨区始终把

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结合本区实际情况，排查摸底，以技能培

训促就业，让贫困户早摘帽，鼓钱包。

该区开设家政服务员、中式烹调等简

单好学又实用就业市场需求量大的技能

培训专业，通过征求参训贫困户劳动力意

见，开设上午、下午班和晚班以满足贫困

户劳动力对参加技能培训不同时间的要

求，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参加技能

培训给予30元/每人每天生活费补贴的

优惠政策。

该区积极推行进乡入村、进园区入企

业、进街道入社区“三进三入”送技能培训

服务上门措施，把培训平台搭建到参训贫

困户劳动力的家门口。

该区今年共举办了8场大型招聘会

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2000余个，涉及商

业、三产及服务业等30个行业，达成就业

意向8000余人，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就

业达800余人，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16~60周岁）总人数4376人，实现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4376人，确保贫困劳动

力全部实现转移就业。

据了解，目前该区已在全区12个贫

困村和4个非贫困村举办16期就业技能

培训班，共培训1800余人，其中贫困户家

庭接受技能培训1200余人次，达到了贫

困村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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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河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七

全省减少煤炭消耗量290万吨
新蔡县梅李村 新风催开“文明花”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

农村电网改造任务圆满完成

1月17日，项城市工商联爱心公益平台联合河南金泽蓝医护服饰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及部分爱心人士，为116

位环卫工人送去腊八米、马甲等，还组织书法家为环卫工人现场义写春联。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永久摄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1月17日，

记者从2017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河南省电力公

司牵头负责的我省2017年重点民生实

事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任务已圆满完

成。农村用电保障能力因此大幅提升，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电力保障。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总工程师陈红

军介绍，我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

村电网覆盖面积大，用电人口多，承担着

全省所有县的供电任务，供电覆盖面积

占全省90%、供电服务人口占全省80%。

在省发改委统筹指导下，省农业

厅、水利厅、国土资源厅、农开办等部门

协同配合下，省电力公司组织1900余支

施工队伍、2万余人参与工程建设，逐

县、逐乡、逐村分析研判，建档立卡，科学

安排电网项目，制订建设里程碑计划，克

服高温酷暑、冰雪严寒等恶劣条件，坚持

高标准建设。截至2017年底，完成了

1900个中心村电网改造、3900个贫困

村通动力电、13.4万眼机井通电、38个

县电网脱贫、39个乡消除“一乡无站”等

5项任务。

通过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我

省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有效

改善。消除了中心村和贫困村的用电

“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直接受

益百姓超1000万人。2017年新增受益

农田650万亩左右，可每年减少百姓灌

溉支出3.9亿元。贫困县电网脱贫改造

后，我省累计有6243个贫困村、40个贫

困县电网实现脱贫，为贫困县经济发展

和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未来三年，省电力公司计划投入我

省农村电网建设改造资金300亿元以

上，力争到2020年，我省农村电网整体

供电水平达到我国中部地区的领先水

平，全面满足建成小康社会的用电需要，

为百姓安居乐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1月17日，

记者从2017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负责的我省重点民生实事清洁取暖

工作已顺利完成。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河南省

能源局局长高义表示，清洁取暖是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民

生和民心工程，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

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否减少，是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

重要内容。

2017年我省清洁取暖工作各项任

务已超额完成，其中，新增集中供热能力

6000万平方米，完成率125%；新增、改

造换热站841座，完成率137.2%；新增、

改造管网991公里，完成率193.9%；新

增集中供热面积8916万平方米，完成率

146.2%；新增“气代煤”“电代煤”用户

122万户，完成率122%；完成分散燃煤

锅炉拆改2793台，完成率122.6%；全省

集中供热普及率平均提高11.2个百分

点，完成率112%。

随着我省清洁取暖工作的顺利完

成，不仅让广大群众受益，在节能减排、

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明显效果。通

过实施集中供热和“电代煤、气代煤”，新

增受益群众205万户共830万人；年可

减少煤炭消耗290万吨，减少排放二氧

化硫3.6万吨、氮氧化物1.4万吨、粉尘

污染物25万吨；国家、省、市三级财政共

投入31.3亿元，拉动社会投资163亿元，

拉动城乡居民消费57亿元。

下一步，我省将推进清洁取暖的

总体思路，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

居民可承受”的原则，强化企业的主体

地位，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实施清洁取暖，保障居

民冬季清洁取暖“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1月16日，

河南省法学会乡村法治研究中心工作座

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法学会会长刘满仓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省法学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承先主持会议。

会上，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

书长黄建中，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参

事，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

会长、乡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向阳，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金水区宋砦村

党总支书记、省法学会乡村法治研究

中心副主任宋丰年，省法学会应用法

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乡村法治研究中

心副主任李英辉等出席会议。省法学

会乡村法治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秘书

长、副秘书长和部分优秀基层党支部

书记参加并讨论。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省法学会乡村

法治研究中心如何在贯彻十九大提出的

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乡

村法治建设、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

座谈。

刘满仓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了乡村振兴战略，省法学会乡村法治研

究中心要围绕这一战略，针对农村有效

治理、法治建设等主题开展工作。要从

加强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着手，加强

乡村法治研究，推进乡村法治建设。

乡村法治研究中心要注重服务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当前农村法治建

设中存在的突出现实问题，深入细致调

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服务党委政府

决策。要以活动为抓手，精心谋划，认

真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成为乡村

法治建设的重要研究平台。研究中心

成员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贡献智

慧力量，把乡村法治研究工作做好、做

活，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河南的实施作出

积极贡献。

2017年河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八

河南省法学会乡村法治研究中心工作座谈会召开

强化乡村法治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陈晓辉
齐琳）“我自愿加入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近日，在洛阳市伊滨经开区福民

嘉苑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启动仪式上，

参加活动的党员高举右手，庄严宣誓。

伊滨经开区福民嘉苑社区是由3个

村子合并而来的新型高层社区，有居民

6500余名，党员268名。社区党员志愿

服务队由200余名党员组成，设立了4个

服务组：敲门关爱组、安全守护组、环境

创优组、矛盾化解组。福民嘉苑社区以

党建引领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是洛阳市伊

滨经开区社区党建的一个缩影。

伊滨经开区是洛阳城市化进程中的

拓展区域，也是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核心区，全区规划建设高层安置楼357

栋，组成能容纳35个行政村2.9万户居民

12万人口的10个新型安置小区，10个小

区均为村改居社区，是一种既有别于传

统农村，又有别于成熟城市社区。

伊滨经开区党工委针对过渡型社区

的特殊性，探索成立村改居社区网格党建

队伍，形成党组织建设立体覆盖的创新模

式，积极探索过渡型社区党组织建设体系

和机制。在社区层面，整合原先的村党支

部组建党总支；在楼院层面，综合考虑人

口、党员数量等原则，设置网格党支部；在

网格党支部之下，建立“楼院型、功能型、

联合型”党小组，按照“分片定人、设岗定

责”的原则，由网格党小组管理、监督片区

党员，每名党员分包联系户，设置社会治

安维护、文明新风倡导等10类岗位，明确

党员为联系户服务的各项工作职责，完善

定期考核制度和激励措施，让社区网格化

党建架起了党员群众“连心桥”。

“伊滨经开区党工委通过社区网格

化党建的模式创新和党员志愿服务的不

懈推进，使党旗在社区飘扬，党员更深入

贴近群众，真情服务群众。实践证明，党

的基层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让新型社区迸发无限活力。”伊滨

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于晓惠说。

伊滨区 党建引领激发社区活力

面面红旗迎风招展，栋栋别墅错落有

致，条条道路宽敞整洁，盏盏路灯林立路

旁，工厂内一片忙碌，广场上欢声笑语……

2017年12月19日，隆冬季节，置身新蔡

县佛阁寺镇梅李村，缕缕阳光照耀着大地，

犹如给这个村庄披上了一件金缕玉衣。暖

阳下，村民们向记者讲述梅李村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下，移风易俗树新风，处处盛开文

明花的精彩瞬间。

红白喜事不待客

黄色的墙体，红色的屋顶，不锈钢的

围栏，大红色的防盗门，这一排排整齐的

别墅就是梅李村群众的新居。

这些村民新居是2009年村里从一家

企业借支170万元，走合法程序征收86

亩建设用地，由建筑商代建的。村民只需

付每栋16.6万元成本价，新居回购款则用

于还企业借款。

每个别墅都是一个小院，上下两层。

走进村民吴先玲的家，光亮的地板能照射

出人影，白色的房顶安装着别致的吊灯，

客厅内液晶电视、立式空调一应俱全，屋

内房门上张贴的大红喜字格外显眼。

“俺儿子上月初六（2017年11月23

日）才结婚，这喜字是他办事时贴的。”吴

先玲说，“俺孩结婚可是赶上了好时候，村

里刚刚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俺们的理

事长村支书宣布，以后全村所有村民家里

办红白喜事，一律不准支桌待客，儿子结

婚时，和亲家一商量，就响应村里的号召，

找来熟人的一辆轿车和亲戚们凑的一个

唢呐队，热热闹闹地就把媳妇娶进了门。

事后，俺和当家的一算账，仅待客这一项，

少说也节省1万多元，这省钱也等于增收

啊！”

据佛阁寺镇副镇长、梅李村第一书记

吴娟介绍，过去这个村红白喜事攀比成

风，村民们总觉得谁家摆的桌多、来的客

多，谁就有面子。为倡导文明新风，改掉

这陈规陋习，村里专门成立了“红白喜事

理事会”，规定全村所有人家办理红白喜

事一律到村委备案，允许直系亲属之间象

征性地送礼金回红包，严禁摆桌待客，对

于不听劝告摆桌请客者村里通报批评，并

通过村里大喇叭一连广播一星期。

“自从我们这个规定实施以来，全村

群众慢慢都接受了红白喜事不待客的新

观念，截至目前全村办理红白喜事的农户

没有一家违规待客的行为。”梅李村党支

部书记吴玉说。

人人争签养老协议

柏雪是吴菜园村民组的村民，丈夫和

他的两个兄弟常年在外打工，70多岁的

婆婆常年瘫痪在床，柏雪除了照顾两个在

家上学的孩子，给婆婆端吃端喝、擦屎刮

尿也成了她每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

柏雪的精心照料下，婆婆的病情不但得到

控制，精神状况还逐渐好转。

牛庄村民组的张小美更是了不起，两

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丈夫整天在自家的

养殖场里忙活脱不开身，照顾80多岁瘫

痪公公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小美柔弱的双

肩上，她不但每天要给公公翻身、喂饭，就

连洗澡和扶持公公上厕所的活她也顾不

上避嫌，当地村民无不竖起拇指夸赞张小

美对自己的公公比对亲爹都亲。

“了解到柏雪和张小美的事迹后，我

和支书商量，要因势利导，在全村开展‘好

媳妇’评选活动，用身边的典型引导全村

群众孝老爱亲。”吴娟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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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事项探索形成

可复制经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确定进一

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促进乡村振兴。

会议确定，在落实好近年来国务院已出

台政策基础上，强化县级政府主体责任，推出

以下新措施：一是加大政策支持。返乡下乡

创业人员可在创业地享受与当地劳动者同等

的创业扶持政策。将首次创业、正常经营1年

以上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一次性创业补贴

支持范围。二是强化融资服务和场地扶持。

完善创业担保政策，将“政府+银行+保险”融

资模式推广到返乡下乡创业企业。允许利用

宅基地建设生产用房创办小型加工项目。三

是加强培训服务。在农村社区推广政务服务

网上办理、全程帮办。四是实施引才回乡工

程，激励和吸引专家学者、技能人才等回乡服

务。五是建立创业风险防范机制，鼓励开发

相关保险产品，按规定将返乡下乡创业人员

纳入就业援助、社会保险和救助体系。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邢雨斌
王烁）“今天十九大精神的讲解通俗易懂，

让俺们听得懂、记得住，希望以后多举办这

样的活动。”日前，在“三下乡”活动现场，襄

城县七里店村72岁的赵立华笑着说。

近日，由襄城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

县发改委、县扶贫办等16个部门联合举

行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

动，在该县湛北乡七里店村拉开序幕。此

次“三下乡”活动大力弘扬积极、健康、向上

的主题，通过文艺表演和扶贫政策抢答等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新时代党的

思想内容传递到人民群众之中。演出现场

氛围轻松愉悦，虽然天气寒冷，但依然挡

不住群众的热情，不时传出阵阵掌声和叫

好声。活动中，相关部门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书籍和宣传页、送春联、免费义

诊、法律咨询等形式，在现场为村民们送

上文化、科技、卫生等多重“福利”。

据统计，此次“三下乡”活动现场共发

放各类培训、宣传资料5000多份，提供义

诊、咨询服务100余人次。

襄城

“三下乡”送“福利”


